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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19-060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杯电工 股票代码 0025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学愚 邓绍坤 

办公地址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 580 号 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 580号 

电话 0731-82786080 0731-82786126 

电子信箱 wxy@gold-cup.cn Kunshao8326@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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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2,635,623,256.79 2,200,990,976.47 2,200,990,976.47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858,086.01 72,639,381.01 72,639,381.01 2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1,747,832.84 67,611,585.52 67,611,585.52 2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376,958.52 -317,396,193.32 -298,686,193.32 4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8 0.131 0.131 2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8 0.131 0.131 20.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3.15% 3.15% 0.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577,807,994.07 4,174,839,583.98 4,174,839,583.98 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2,434,297.42 2,345,857,504.93 2,345,857,504.93 0.2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①财政部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中关于

具体报表项目的列报规定：“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

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本期对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 

②财政部于 2017 年及 2018 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

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

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统称“解释第 

9-12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本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③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同时废止财会（2018）15 号。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

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涉及前期

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

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     

2、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根据新政府补助准则，本公司将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

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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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将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入。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

账面价值和在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2019 年 1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存收

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3、 财务报表列报：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 号规定，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修订事项对本公司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和净利润等均无影响。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2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8% 115,188,480 0 质押 101,649,990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0% 29,928,960 0 质押 29,928,960 

范志宏 境内自然人 3.51% 19,832,000 14,914,000 质押 19,672,000 

周祖勤 境内自然人 2.33% 13,152,000 9,904,000 质押 12,992,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11,009,500 0   

孙文辉 境内自然人 1.41% 7,977,000 0   

陈海兵 境内自然人 0.97% 5,472,000 4,144,000   

黄喜华 境内自然人 0.70% 3,944,700 3,944,700 质押 3,06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70% 3,940,923 0   

诸毅 境内自然人 0.60% 3,409,7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其中能翔投资、闽能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诸毅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股 3,409,784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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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抓住发展机遇、迎接挑战、持续创新，使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成果保持了较好的增

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3,562.33万元，同比增长19.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85.81万元，同比增长20.95%。报告期内，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线缆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同业并购稳步推进。 

（1）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产销量保持稳定增长，其中电力

电缆产品销售同比增长48.81%，特种电线电缆销售同比增长26.21%，省外市场销售同比增长41.17%，绝缘

架空电线销量创历史新高。为确保重点项目的进度，金杯电缆快速反应、保质保量，全面满足用户需求，

获得用户高度评价，相继在国网湖南、湖北、重庆、安徽、河北、甘肃、宁夏和南网广西、贵州等库存协

议集采项目，以及中石化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中中标，同时牵手中建系统各局，成为其战略合作供应商；

金杯电磁线产品与客户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优势日渐凸显，变压器类、电机类电磁线主导产品

销量同比增长7.14%，线圈产能扩充项目正式启动并取得积极成效，线圈产销量同比实现倍率增长；金杯

塔牌顺利入围6家品牌单位，完成14个省内重点项目签约。2019年上半年，公司申请专利43项，获得授权

专利11项。其中，金杯电磁线耐超高温电磁线等新产品开发项目打破国际技术壁垒，取得突破性进展，有

望在今年实现应用并量产。 

（2）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电线电缆业务，提高市场份额，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积极推进

产业资源整合，开展同业并购。2019年2月，公司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拟向长沙共举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武汉第

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79.3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同时，公司受托对武汉第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

技术、生产等各项工作有序对接，为后续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2、报告期内，受新能源汽车市场环境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利影响，公司新能源汽车板块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亏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基于对当前市场状况及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结合实际经营

情况，公司将新能源汽车版块核心零部件制造、销售及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等多方资源进行了战略收缩

和调整，加强了对资金的统筹管控，谨慎开展各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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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方面，由于PACK、BMS业务开展成效不达预期，以致金杯新能源未能达

到原计划经营目标。2019年上半年，金杯新能源一方面调整业务模式，确定了以动力电池电芯、模组和电

池包的检验检测为新业务方向，积极推动检验检测中心大楼的建设和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的获得，着

力于打造专业的检验检测技术团队，增强技术储备，同时为了优化产品结构，开始研发移动便携储能产品。

另一方面，完成长安汽车和海马汽车混合动力电池包的送样工作，并向长城汽车提供样品为顺利进入其供

应商体系做积极准备。此外，通过全面退出山东国金电池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以减轻经营亏损、优化投资

结构。 

（2）在新能源汽车销售、运营方面，能翔优卡通过前期业务模式探索，转变经营思路，为加速资金

回笼，盘活资产，对在手车辆进行处置，同时与能翔瑞弘进行资源、业务整合。报告期内，能翔瑞弘新能

源汽车、燃油车销量分别增长65.77%、72.84%，通过积极开发车辆售后业务大客户、开展北汽新能源车辆

售后维修、推进售后服务网络体系及团队建设等途径，售后产值同比增长189.90%。能翔巴士顺应市场趋

势，逐渐向网约车充电市场展开布局，上半年新建3座网约车充电站，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同时积极开

拓通勤、物流、环卫车市场，充电车辆、充电度数较去年同期均有成倍提升，此外，主动与第三方充电运

营平台强强联合，利用大数据对现有站点经营情况进行评价分析，为后续选址建站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 

3、报告期内，云冷投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整体去化率54%以上，其中首期1、2层去化率85%以上，

冷库去化率90%以上，市场入驻率稳定在80%以上，具备了长沙新冷链集群中心基础；冷库日均进出货量稳

步提升；新开发2条冷链直达线路，现有线路共覆盖省内14个地级市、85个周边地县；与盒马鲜生长沙仓

签署框架协议，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云冷物业设备管理、食安管理、物流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云冷微商城

的积极筹备，为专业市场持续良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4、报告期内，为进一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实施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提升了核

心员工队伍的凝聚力和积极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的内容及原因 

2018年：  

财政部于2017年及2018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

——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号——关于以使用无形

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

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统称“解释第 9-12号”）《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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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2019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同时废止财会（2018）15号。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

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

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

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本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①根据解释第9-12号，对于权益法下有关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

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对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摊销方法以及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关联方

认定及披露，本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采用解释第9-12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②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

面价值和在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对2019年1月1日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9,184,148.75 

交易性金融资产 29,184,148.75 

    （3）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财会[2018]15号、财会（2019）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修订事项对本公司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利润等均无影响。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6月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合并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17,573,994.62 -74,573,118.08 43,000,876.54 

研发费用  74,573,118.08 74,573,118.08 

合计 117,573,994.62 - 117,573,9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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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6月受影响的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6,512,828.68  -4,701,478.17    11,811,350.51  

研发费用   4,701,478.17 4,701,478.17 

合计   16,512,828.68  -    16,512,828.68  

2018年1-6月受影响的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增加+/减少-） 调整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55,371.87         18,710,000.00     52,165,371.8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710,000.00        -18,710,000.00    

合计   52,165,371.87                   -       52,165,371.87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1月，本公司完成全资三级子公司云南金杯电缆销售有限公司的工商注销手续。 

2、2019年6月，本公司子公司湖南能翔瑞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株洲能翔瑞弘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自成立之日起，本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学愚 

                                                                            

   2019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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